
1月 23日，郑州锦艺城 C区在万众期待中，终于绽放了。
在游玩项目中，投资 1 亿元引进了全国最新水准的海洋

馆。这个斥资 1 亿元，联合马来西亚建荣集团共同打造的海
洋馆，采用了独特的体验设计概念，结合国际领先的多媒体
技术手段，立体呈现海洋世界中鲸鱼喷水巡弋、鲨鱼畅游觅
食、海豚嬉戏飞跃、珊瑚形态各异及水母荧光闪烁的生动场
景，营造沉浸式环场影像包裹视听感受，将带给观众前所未
有的震撼体验。 （汪仁珺）

近 日 ，万 豪 国 际 集 团
旗下郑州绿地 JW 万豪酒
店宣布任命杜伟基先生为
河南郑州酒店总经理，全
面负责酒店的日常运营及
市场策略等事宜。

杜 伟 基 来 自 香 港 ，拥
有超过 38 年的酒店管理经
验。加入万豪国际集团之
前，他曾在半岛酒店集团、
洲际集团和新世界酒店集
团的多家酒店工作。此次履新前，杜伟基在苏州尼盛万丽酒
店担任总经理一职。

杜伟基表示：“我很荣幸可以加入这座卓尔不凡的地标性
酒店，更期待与我们出色的团队携手为广大客人带来更加地道
而精彩的酒店服务体验。” （汪仁珺）

郑州绿地JW万豪酒店换帅

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，郑州汇艺万怡酒店将与牵手婚
礼合作，全情打造一场“春季婚尚沙龙”活动。“春季婚尚沙
龙”将于 2 月暖心开启，提供从婚纱挑选、新娘化妆到场地布
置、婚宴安排等贴心的一站式婚礼服务体验，为新人量身定
制复古清新的完美婚典。

郑州汇艺万怡酒店总经理陈刚表示：“随着千禧一代步
入结婚潮，追求个性化和别开生面的主题婚礼越来越成为
众多年轻人的选择。无论你想要的是流光璀璨的奢华婚
礼，还是时尚简约的素雅婚礼，郑州汇艺万怡酒店都能够以
体贴入微的服务为新人度身定制。”

郑州汇艺万怡酒店是万豪国际集团在华中开设的首家
万怡品牌酒店。酒店的空间设计充满时尚感，氛围轻松愉
悦。凭借年轻化的品位、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清新怡人的服
务，郑州汇艺万怡酒店已经成为郑州高端婚宴的理想之选。

（张锐）

买件珠宝 欢乐吉祥

为了给河南省消费者提供更全面、更客观的消费信息，
引导消费者科学、理性消费,河南省消费者协会于 2015 年第
四季度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分别在郑州、鹤壁、新乡、洛阳、
周口、商丘、驻马店七个城市 20 家美容院随机购买了多种护
肤产品。其中乳类样品 5 个批次、水类样品 4 个批次、霜类样
品 11 个批次,样品价格从每瓶 100 元到 700 元不等。本次美
容院护肤比较试验样品测试委托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
院完成。检验的主要项目为：重金属（汞、铅、砷）;防腐剂、性
激素。

从这次比较试验的情况看，玫琳凯、秀域、菡美、美丽田
园、克丽缇娜、风铃美肤等机构的 20 个批次样品中，有 2 个批
次检测出含有雌性激素雌酮，分别为商丘锦尚美容美发中心
的柔皙生肌乳（安婕妤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和洛阳金
尔曼国际 SPA 养生会所的 D12 ALLEN 补水乳液（广州钧嘉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）。 （赵钰）

省消协发布美容院护肤产品试验报告

“春节，情人节”海量红包随你拿
进店抽红包喽！海量红包随你拿！
凡购物顾客均可参加抽红包活动。
黄金直降 30 元！
活动期间，黄金大力度优惠，每克直降 30 元。
黄金换购多多
任何品牌足金、千足金均可按照店柜当日所报金价
直接兑换钻石、彩金，不再收取任何折旧费。
镶嵌大力度优惠
注：本品牌钻石可享受每年 10%增值调换服务，

最高五年。
本品牌彩金可享受免折旧费换新服务

（全省活动）特价专区
新品：“猴”“心”动硬金手链一口价 399 元，
另送巧克力一盒。
特价钻石仅售 1520 元
钻石情侣戒仅售 3299 元

银猴献岁，新春好运，梦
祥银春节送好礼。中国银饰
领导品牌梦祥银举行“猴年春
节送好运”活动。

1 月 29 日至 2 月 12 日，即
腊月二十至正月初五，凡用户
购买梦祥压岁银镯、银锁、压
岁元宝、银条等产品，每满 100 元再送压岁红包一封。此
外，凡购买梦祥银银猴系列任一产品，均赠送 2016 好运
珠一枚（活动详情以梦祥银各大门店为准）。

金美福珠宝 梦祥银

金多银多珠宝广场拥有 4 层约 2 万平方米的营业面
积，涵盖黄金、铂金、K 金、钻石、翡翠、彩宝、银饰、手表、工
艺品摆件、首饰包装、展具等众多品类。金多银多珠宝广
场以高规格、全方位、一站式的集中采购服务，成为中部六
省黄金珠宝客户文化交流、配货贸易的珠宝产业胜地。

幸福是新春回家一家团圆，幸福是有情人心意相通，相约
一生。2016的春天不期而至，这一年，等待幸福来敲门。

活动一：一口价饰品每满 1000 元返 100 元，用于购买第
二件一口价饰品。千足金工费 6 折。会员专享：一口价饰品
每满 1000 元返 120 元，用于购买第二件一口价饰品。

活动二：线上线下，互动送幸福礼券（1 月 22 日-2 月 23
日）活动期间，顾客可通过“周大福珠宝风尚馆”微信平台互
动，或者参加分店 Ibeacon 摇一摇，即可获得 50 元幸福礼券。

周大福

活动时间：
1 月 25 日—2 月 7 日
活动内容：
1.进店有礼：凡在活动期间进

店的客户，均可免费领取精美福
字一幅。2.购物有礼：全场满 100
元送 50 元。3.新年有礼：凡消费
满 200 元即可参与抢红包一次。
凡一次性购物满 200 元以上的顾
客朋友，凭小票,可参加幸运抓现
金活动，400 元 2 次，买的多机会
多,中奖的机会就越多,以此类推
小票不累积。4.点赞有礼：集 18
个赞，可到店免费领取精美礼品
一份。

乾昌珠宝为消费者提供
货品优惠。消费者在店内还
能够与品牌互动，在店消费
1999元就能够抽取新年开运
红包，最高可达 500元。

在情人节来临之际，乾
昌珠宝同时上线 20 款经典
情侣对戒。用独特匠心与工
艺，只为甄选属于情侣之间
的最佳代言，爱的礼物，只送
给对的人。乾昌珠宝，营造
心动时刻。

乾昌珠宝

一、春节活动
1.活动时间：
2 月 6 日至 10 日
2.活动内容：
彩宝、玉石类产品满
500 元返 300 元
钻石类、K 金类产品

8.8 折,折后满 1000 元再减 100 元
（一口价产品除外）
二、情人节活动
1.活动时间：2 月 13 日、14 日
2.活动内容：彩宝、玉石类产品满 500 元返 300 元
钻石类、K 金类产品 8.5 折，折后满 1000 元再减 100 元

（一口件产品除外）
以上活动期间消费满 2000 元即送新年吉祥物一个
消费满 3000 元即送价值 280 元天然珍珠手链一条
消费满 6000 元即送价值 880 元天然珍珠项链一条

中国珠宝

中原珠宝城特在新春之际，推出“珠宝‘年货’街，十日
狂欢购！”大型年终促销活动。于 1 月 26 日至 2 月 4 日活动
期间，组织商场内百余家商户、万余件珠宝为大家开启珠
宝的“年货”盛宴：

黄金零利润，惊爆“年货”价！免费以旧换新！（收取损
耗）文玩手串、红蓝宝、水晶、琥珀工厂价直供！

情侣钻戒 4 折起！
2月 5日－12日放假，2月 13日（正月初六），开门迎客，

2月 14日，情人节当天中原珠宝城全场黄金、钻饰年初超低
价回馈。

中原珠宝城

慕光珠宝

尚品资讯
Information

汇艺万怡酒店演绎春季婚尚沙龙

锦艺城将海洋馆“搬进”购物中心

梦金园“金猴贺岁”万纯系列产品。以 Au9999 万
纯金打造，从构思、创意，到设计、制作……耗时数月，
无焊料焊接技术（发明专利号：ZL200810139385.4）精
雕细刻，数十道工序精密制作，“小”克重，“大”制作，

“精”工艺，有福、有礼、有面、有范儿，至尊品位设计，自
戴送礼首选！将福气、财气、运气、灵气注入到每一只
金猴，娇憨俏皮祝您 2016 财气福气运气滚滚来！

梦金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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